
電話:02- 2563-4633傳真:02- 2562-2269 

地址: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樓 603 室 

總經理  徐  信 杰  0939 – 321 - 158  

助  理  徐  珮 涵  02-2523-7728 
 

 

10/22【北海道‧道東】星野度假村、摩周湖、砂湯體驗 5 日 
NT:42,650 元/人  含稅、導遊小費 

 

◎報價為二人一室，單人需補單人房差。 

 

【楓紅季節】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，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，全看您和日本紅葉的緣份，敬

請瞭解。如遇天候因素(下雨.颳風或氣溫..)其凋謝或未綻開，會依原行程前往景點純欣賞，

請見諒謝謝  。 

行程特色 

 



 

 

 
 

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 

參考航班 
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-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

第 1 天 08:40  13:30  TPE/CTS  中華航空  CI130  

第 5 天 15:00  18:10  CTS/TPE  中華航空  CI131  

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，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。 



行程內容 

第 1 天 桃園機場／北海道千歲空港(*特別贈送* 起司魚板點心乙份+乙瓶礦泉水)

→星野 TOMAMU 度假村→【安藤忠雄‧水教堂、木林之湯、微笑海灘】 
集合於桃園機場，辦理出境手續後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日本北海道的門戶【千歲國際機場】

抵達專車前往【TOMAMU 星野渡假村】辦理入住手續。  

【安藤忠雄‧水教堂】巧妙運用清水混凝土、流動水池、透光玻璃的水之教堂，還有最具象

徵的十字架，讓水之教堂唯美浪漫。從歌手梁靜茹【崇拜】一曲的 MV 中，可看見建築大師

安藤忠雄的建築作品水之教堂，以簡單建材與強烈線條，重新詮釋了愛情與幸福。水之教堂

的建築本體，由內到外皆以清水混凝土作為基本素材；從步入教堂開始，簡單的建築風格，

就足以讓遊人的心情由浮動轉為平靜。從教堂往外望去，環形圍繞於四周的針葉林，藉著微

風輕擺所呈現出的自然律動，讓建築賦予另一股生命力，其次，即是將光與影成功襯托出的

流動之水。特別冬季時節，在冰雪中的「水之教堂」，白色的森林、凍結的水面，以及屹立

的鋼骨十字架，突顯出其極簡孤寂之美感，在此立下誓約，似乎更能表達戀人們永恆貞堅的

愛情，值得您遠道前來，品味季節與空間的白色戀情。 

【微笑海灘(含門票)】可自行前往有日本最大的室內人造海浪游泳池(長 80 公尺寬 30 公

尺)，不管陰晴雨天，無論四季變換，置身其間，一波波浪花就像記憶中的熱帶雨，為您帶

來一陣陣教人舒暢身心的節奏和溫度。您可以像一尾矯健的人魚，隨波逐浪，也可以慵懶地

在 SPA 按摩池放鬆四肢，這裡是讓您放鬆與親子玩樂的水上樂園。 

【微笑海灘注意事項】  

1.請自備泳裝與泳帽 

2.浴巾／毛巾為免費租借。  

3.入場費用未包含浴袍、游泳圈等租借物品。  

4.購買入場券之客人亦可使用《木林之湯》。  

5.購買入場券之客人於營業時段內可重複入場，例：購買一日券者可於當日內重複入場。  

6.為避免發生危險，12 歲以下兒童需有保護者一同入場。  

7.微笑海灘恕不接受有紋身、刺青客人入場，敬請見諒。  

【木林之湯(森林中觀月賞雪的露天風呂)】您曾經夢想過：一邊泡湯，一邊對著滿天星斗驚

嘆嗎？您曾經在泡澡時， 聽過風吹樹梢的低吟？聞過森林散發的清香嗎？在這座露天風呂

裡一切都可能發生都可能教您終身難忘！ 夏季(04/28-10/31)開放時間：06:00-

09:00&15:00-23:00(最後入場時間 22:00)   冬季(12/01-04/03)開放時間：12:00-

23:00(最後入場時間 22:00)實際開放時間以官網公告為主！請見諒謝謝 

【森林餐廳】被百年樹齡的蝦夷松林包圍、全度假村内规模最大的森林餐厅 "NININUPURI"。

以侧面整片的玻璃帷幕自誇，無論白昼和夜晚都能带给您綠與白的視覺饕宴。 

 
 

住宿：星野 TOMAMU 渡假村 或 同等級旅館 

早餐 X：溫暖的家 中餐 X：機上精緻簡餐 

 

+起司魚板點心乙份+乙

瓶綠茶  

晚餐 O：星野 TOMAMU 渡假村∼森林自助式餐廳：以

(內行的北海道人)為餐廳概念。提供給北海道當季最

新鮮的美味海鮮肉品、時令蔬菜、水果，與絕對不能

錯過的北海道乳製品讓您盡情享用  



 

第 2 天 特別贈送~搭乘雲海纜車‧雲海展望台 → 摩周湖 → 屈斜路湖‧砂湯體

驗 →知床半島 → OSINKOSIN 瀑布（雙美瀑布） 
 

特別贈送~搭乘【雲海纜車】到達山頂，在雲海包圍下，感受夢幻的人間美景，享受壯觀雲海！如

夢似幻的雲海是在 TOMAMU 特殊地形及氣候下所形成，在清晨的陽光下，眼前所呈現的景色是無法想

像的。  

【摩周湖(神秘的湖)】多霧，素有神秘之湖之稱。在阿伊努語中被稱為【kamuitou】意指【神

之湖】也被稱為【神秘的湖】摩周湖位置北海道東部，屬於阿寒國立公園的一部分，其湖水

的透明度曾於 1931 年測出為 41.6 公尺，為當時世界排名透明度最高的湖泊。湖水透明幾

乎不含任何雜質，宛如藍帶一般流著的獨特深青湖泊被稱做【摩周的藍寶石】2001 年被選為

北海道遺産。 

【屈斜路湖．砂湯體驗】(紅葉約 10 月上旬-10 月中旬)屈斜路湖是日本面積最大的火口湖，

也是釧路川的源流。這座周圍廣達 57 公里的大湖，四周被美麗的森林圍繞，湖畔還有數個

溫泉湧出，因此成為道東地區最具人氣的觀光景點。在屈斜路湖畔的砂岸邊，只要向地下一

挖即會有溫熱的泉水湧出，馬上就能享受溫泉的熱力，大人或小孩都能親自體驗這種動手造

溫泉的樂趣。同時此地在冬季時會有為數眾多之西伯利亞白天鵝前來渡冬，展現不同之景觀。 

【知床半島】(紅葉約 10 月上旬-10 月中旬)位於北海道東北部的知床半島，瀕臨鄂霍次克海及

根室海峽，為日本國家公園，面積 386 平方公里，是日本僅存最原始且神秘的地方，有【日本最後

祕境】之稱。蝦夷人(北海道的原住民)稱之【大地的盡頭】。 

【Osincosin 瀑布(雙美瀑布)】這一個無源頭的神祕瀑布，絹細的水流從斷崖壁中冒出，婉延的

流向鄂霍次克海，是個讓人迷戀的景點。此瀑布集結了知床連山豐沛水源後，由 80 公尺高處向海岸

奔流傾瀉，因擁有兩條支流，又稱為雙美瀑布，景色十分優美，被遴選為日本百大的瀑布，如今因

天然因素，已分流為三支。  

★【楓紅季節】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，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，全看您和日本紅葉的緣份，敬請瞭

解。如遇天候因素(下雨.颳風或氣溫..)其凋謝或未綻開，會依原行程前往景點純欣賞，請見諒。  

住宿：知床 GRAND 溫泉飯店 或 知床王子溫泉飯店 或 同等級旅館 

早餐 O：飯店內  中餐 O：日式風味餐  晚餐 O：飯店內豪華總匯自助餐或日式迎賓會席

料理  

 

第 3 天 知床五湖散策 → 特別安排~搭乘知床觀光船‧曙光女神號 → 能取湖‧

珊瑚草群生聚落 → 北見狐狸村 → 大雪山國立公園 →銀河、流星瀑布

→ 層雲峽溫泉鄉 
【知床五湖】(紅葉約 10 月上旬-10 月下旬)五個天然湖宛如晶瑩剔透的鑽石，鑲嵌在林木深

鬱的原始森林中，亦是北海道熊的原始生息地之一。知床五湖是知床半島最主要的觀光景點，

共有五個大小不一的湖泊，可以看到知床連山倒映在湖面的美麗姿影。偶爾可見蝦夷鹿出現

覓食的自然情景外，就是棕熊的出沒，在湖邊樹幹上常見棕熊的爪痕。 

 

特別安排搭乘【知床觀光船．曙光女神號】(2018/04/28-2018/10/25)乘知床遊覽船出海眺望知

床岬美景，來一趟海上巡禮（約 90 分鐘）更深入探索【世界自然遺產】的美。棲息在這一帶

的飛鳥已經習慣與人類共處，運氣好的話可以近距離親近這些野鳥。入秋之後的知床尤其令

人驚豔，穿梭於被楓葉所覆蓋的知床岬當中，深刻感受知床秋季的風采所帶來的感動。 

★若如遇天候不佳、風浪過大、停駛等考量安全問題而無法乘坐時，則改前往【天都山鄂霍

次克流冰館】位於天都山山頂，一樓為攝氏零下 15 度的流冰體驗室，其中展示著真正的流

冰與流冰原上生存的動物標本，您可以最近的距離親身接觸流冰的實際風貌；2 樓展示著流

冰資料，並有精彩的高畫質影片介紹；而位於流冰館頂樓的【天都山展望台】更可一覽網走

市街、遠眺鄂霍次克海、知床半島等景色。 



【能取湖】欣賞【珊瑚草聚落】(約 9月上旬-10 月上旬)珊瑚草中文名稱為【海蓬子】因為取其

特徵十分簡單好記。通常位於寒帶地區陸海交接的含鹽濕地大概都看得到它的蹤跡，生長在

沿海的濕地或湖畔，約 15-30 公分的草花。到秋天轉成赤紅色的不是花而且是葉子的部份。

由於看起來像珊瑚所以取名為珊瑚草。近年來因為棲息地被大量破壞，變得十分珍貴稀有。

能取湖珊瑚草聚落為全日本最大的珊瑚草群生地，每到入秋，整片的海岸旁濕地被染成朱紅

色，宛如在湖面上舖上了紅色地毯一般，非常壯觀。   

【珊瑚草】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，變化無法完全掌握，如遇天候因素(下雨.颳風或氣溫..)

其凋謝或未綻開，會依原行程前往景點純欣賞，請見諒謝謝。   

 

【北見狐狸村】是鄂霍次克圈的熱門旅遊景點，在遼闊土地上放牧許多著北方狐狸，您可在

此仔細觀察牠們美麗的身影與族群生活。俗稱其為北見狐狸村，只要一踏進佔地寬闊的自然

園區，便可見到各色狐狸簇擁上前，遊客還可向園方購買專屬飼料體驗餵食樂趣。狐狸村內

建有專祀狐狸的稻荷神社，商舖中則陳列著各式各樣的狐狸系列商品。   

【層雲峽】(紅葉約 9 月下旬-10 月中旬)層雲峽位於大雪山國立公園的北玄關口，有著柱狀

節理的斷崖絕壁與連續峽谷，並有大雪山黑岳為雄大的背景，這樣壓倒性的景觀，四季的景

色皆不相同，夏天有驚艷的高山植物，秋天有最著稱的紅葉，到春天為止的雪上活動讓人覺

得興奮，每年都有一百萬人的旅客前往這觀賞。 

★【楓紅季節】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，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，全看您和日本紅葉的緣份，

敬請瞭解。如遇天候因素(下雨.颳風或氣溫..)其凋謝或未綻開，會依原行程前往景點純欣

賞，請見諒謝謝  。 

 

爾後沿途參觀層雲峽之斷崖大石令您嘆為觀止，其中最出名的是【流星及銀河瀑布】流星瀑

布是從 90 公尺高的斷崖上俯衝傾瀉而下，宛如千軍萬馬奔騰一般！它的左邊是 120 公尺的

銀河瀑布，像拉著銀絲般的水流姿態。這兩個瀑布被選為是日本百選瀑布也被合稱為夫婦瀑

布。    

住宿：層雲峽朝陽亭溫泉飯店 或 層雲峽朝陽渡假村 或 層雲峽大雪溫泉飯店 或 同等級旅館 

早餐 O：飯店內  中餐 O：石狩鮭魚+長腳蟹

火鍋或日式風味餐  

晚餐 O：飯店內豪華總匯自助餐或日式迎賓會席

料理  

 

第 4 天 黑岳纜車 (黑岳空中纜車至黑岳五合目賞楓單程約７分鐘，由纜車上可眺望如詩似畫

般的紅葉) →人氣 NO1 旭山動物園(北極熊游泳、可愛企鵝漫步、海豹館、

紅毛猩猩家族…等等) →免稅店 →札幌市區觀光 (大通公園、車經時計

台、車經舊道廳）→ 自由夜訪貍小路 
特別安排~搭乘【黑岳纜車】(紅葉約 9 月下旬-10 月中旬)至黑岳五合目賞楓單程約７分鐘，

由纜車上可眺望如詩似畫般的紅葉，這種壯觀景色，定要親身體驗。 

【旭山動物園】這裡率先採用【行動展示】的方式，展現出動物最自然的活動姿態，成為日

本最受歡迎的動物園。在企鵝館，可以從水中隧道觀察企鵝來回游動的姿態；在北極熊館，

可以從半圓形的玻璃罩中觀察北極熊跳水的英姿。花費心思設計的獨特遊樂設施，可以近距

離觀察動物最自然的姿態，因而受到遊客喜愛。繁殖、飼養許多寒帶動物，並且是日本第一

次成功自然繁殖北極熊、金錢豹、角鴞。在海豹館，可以從連結著水槽的圓柱型玻璃，觀察

海豹游動的姿態。還有可以親近動物的兒童牧場，以及摩天輪和雲霄飛車等遊樂設施，不管

大人或小孩都會愛上這裡。 

★【楓紅季節】★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，楓紅變化無法完全掌握，全看您和日本紅葉的緣份，

敬請瞭解。如遇天候因素(下雨.颳風或氣溫..)其凋謝或未綻開，會依原行程前往景點純欣

賞，請見諒。   

 

【免稅商店】在此可選購您喜愛的北海道名產，琳瑯滿目，多元化的商品，售貨的服務品質

保證，如果還沒選購紀念性物品或是健康食品、三Ｃ電器等等，提醒您把握時間盡情選購。 



 

路經札幌市區最知名的景點【時計台】與建於明治 21 年，北海道第一座美國風味建築的政

府所在地【北海道舊道廳】晚餐後您可自由前往札幌最熱鬧的傳統商店街【貍小路】自由購

物，感受北國夜生活的熱鬧風情。 

 
 

住宿：札幌 TSUBAKI 飯店(文藝復興)(米其林評比 4.5 星) 或 札幌王子飯店 或 札幌京王飯店 或

札幌蒙特利伊芙飯店 或 同等級旅館 

早餐 O：飯店內  中餐 O：日式風味餐  晚餐 O：北國三大螃蟹《帝王蟹、毛蟹、長腳蟹》+

《味增鍋物 or 燒肉料理 》+飲料：啤酒、清酒、可

爾必思、烏龍茶 (螃蟹＆飲料全部無限供應  

 

 

第 5 天 小樽運河(浪漫童話街道、羅曼蒂克運河道)、古老蒸氣鐘、北一硝子館、

音樂鐘館、北菓樓、六花亭、銀之鐘咖啡館(*特別贈送* HELLO KITTY 咖

啡杯+咖啡+點心) →千歲空港／桃園 
【小樽運河】日本唯一僅存古色古香，並富有歐洲風情，在此可與情人漫步於羅曼蒂克之古

老街道，周圍並排著明治、大正時代由紅色磚瓦所建造的倉庫群，寧靜中漂流著鄉愁的氣息。

【北一哨子館】素有玻璃工房之盛名，參觀精巧的彩繪玻璃藝術，此地常吸引無數觀光客注

目。 

【音樂鐘博物館】陳列著四千多種各式各樣音樂盒，還可以聆聽各種幽美動人的節奏。【銀

之鐘咖啡館】特別贈送品嚐香純美味的咖啡以及起司蛋糕，品嚐後還可將精巧可愛的 KITTY

咖啡杯帶回紀念，留下美好的深刻回憶。 

【六花亭】是北海道的老字號商店，也是北海道最早的白巧克力製造商。三十多年來，憑藉

著十勝新得地區的高級牛乳和食材，創作出許多和洋融合的創作甜點，讓六花亭不僅在當地

享有盛名，分店更遍布北海道各地。【北菓樓】是家洋菓子（蛋糕）專賣店，就位在靠近北

一硝子的堺町通上。堅持使用傳統細膩工法烘焙，以及北海道特產的小麥粉、乳酪，十勝酪

農業所生產的鮮奶油、和十勝甜菜所提煉的砂糖，就連水都要用從二世谷特地搬來，為名水

百選中的礦泉水。北菓樓的代表點心為一款名為妖精之森的千層樹幹蛋糕，香甜細膩的口感

頗受好評。妖精之森年輪蛋糕、夢不思議大泡芙，都是人氣商品，另外店內也有很多限定的

甜點商品，可以來此自由選購。  

  

隨後專車前往機場，您可自由前往機場百貨店．商店街逛街、購物。接著搭乘客機返回台灣，

在親友的迎接下結束此趟開心難忘的日本之旅。 

住宿：溫暖的家 

早餐 O：飯店內  中餐 O：方便逛街遊玩∼發代金 1000 日幣  晚餐 X：機上精緻簡餐  

【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、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，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，不

另行通知】 


